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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70）

2011年第一季度報告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
的披露規定而作出。

本公司2011年第一季度財務會計報告未經審計；報告乃根據中國會計準則
編製。

1. 重要提示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規定在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港交所」）上市的任何發行人，如其證券同時在其他證券交
易所上市，則發行人在通知其他證券交易所任何資料的同時亦必須通知
港交所；此外，發行人須確保在其他市場公佈的任何資料，亦同時在香港
市場公佈。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遵守上述規定發表本
公告。應上海證券交易所要求，本公司根據上海上市規則及規例項下有關
條文同日於上海同時發出類似公告。

本季度報告乃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有關上市公司
於季度報告中須予披露資料的條例規定而編製，並於上海及香港同步發
布。本公司2011年第一季度的財務報告未經審計，並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
製。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監事會及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
報告所載資料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
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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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席董事的情況如下：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職務 未出席董事的說明 被委託人姓名
吳曉根 獨立董事 因公出差 邵瑞慶

本公司第一季度財務報告未經審計。

本公司負責人姓名 劉紹勇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姓名 馬須倫
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姓名 吳永良

本公司負責人劉紹勇、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馬須倫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
計主管人員）吳永良聲明：保證本季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

2. 本公司基本情況

2.1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度
期末增減

(%)

總資產（千元） 102,934,264.00 100,810,117.00 2.11
所有者權益（或股東權益）
（千元） 16,628,612.00 15,577,109.00 6.7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每股淨資產（元╱股） 1.4746 1.3814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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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
增減

(%)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千元） 3,526,655.00 7.33
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元╱股） 0.3127 2.29

報告期
年初至

報告期期末

本報告期
比上年同期

增減
(%)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千元） 1,012,766.00 1,012,766.00 31.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98 0.0898 25.42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1 0.0881 25.50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898 0.0898 25.42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 6.29 6.29
減少26.26
個百分點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
加權平均淨資產
收益率(%) 6.17 6.17

減少25.72
個百分點

註1： 本公司2011年第一季度相關每股收益、每股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是按照
母公司發行在外普通股數，即約112.76539億股計算，而2010年的同期財務數據
是按照母公司發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即約107.49256億股計算。

註2： 本公司2011年第一季度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
平均淨資產收益率是按加權平均淨資產約人民幣16,102,861千元計算，而2010

年的同期財務數據是按加權平均淨資產約人民幣2,365,312千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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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632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22,072
所得稅影響額 -64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589

 

合計 19,787
 

2.2 報告期末股東總人數及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296,353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有
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種類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含東航國際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2,037,113,399 境外上市外資股

上海聯和投資有限公司 427,085,429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航空油料集團公司 421,052,632 人民幣普通股

錦江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111,446,058 人民幣普通股

航天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99,088,58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外運空運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83,157,894 人民幣普通股

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 21,997,755 人民幣普通股

上海輕工業對外經濟技術合作
有限公司

18,574,343 人民幣普通股

上海紡織（集團）有限公司 18,574,27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銀行－嘉實滬深 300指數證券
投資基金

12,595,961 人民幣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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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事項

3.1 本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項目 變動幅度 變動原因
(%)

財務費用 -91.36 由於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產生的匯兌
淨收益同比增加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77.47 本報告期內，未交割原油期權敞口數
同比有所下降，因而使得航油套期保
值期權合約產生的公允價值減少

投資收益 1,901 本報告期內，按權益法核算的聯營公
司的經營利潤同比增加

營業外收入 176.95 本報告期內，收到國家相關政府部門
的補貼

歸屬於上市公司
股東的淨利潤

31.54 受益於全球航空運輸市場持續回暖，
本公司緊抓市場機遇，提高運行效率，
持續強化收益管理、使得公司淨利潤
實現較大幅度的增長

在建工程 32.32 飛機預付款增加

交易性金融負債 -43.25 主要是由於油價上漲及航油套保敞口
量同比減少

應付票據 -79.4 由於應付票據的資金成本較高，減少
了開具票據的形式

專項應付款 44.17 子公司收到政府劃撥的專項拆遷款，
尚未使用

取得投資收益所
收到的現金

2,328 本報告期收到聯營公司的現金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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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大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3 本公司、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相關承諾事項請見本公司於2011年3月30日刊登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以
及本公司網站上的本公司2010年度報告全文之承諾事項履行情況，本
報告期內無新增的承諾事項。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
期相比發生大幅度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5 報告期內現金分紅政策的執行情況

本報告期內無現金分紅。

承董事會命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劉紹勇
董事長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劉紹勇 （董事長）
李軍 （副董事長）
馬須倫 （董事、總經理）
羅朝庚 （董事）
羅祝平 （董事、公司秘書）
劉克涯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曉根 （獨立非執行董事）
季衛東 （獨立非執行董事）
邵瑞慶 （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1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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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錄

4.1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3月31日合併及公司資產負債表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千元；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資產

2011年
3月 31日
合併

2010年
12月 31日

合併

2011年
3月 31日
公司

2010年
12月31日

公司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5,618,917 5,027,358 2,936,684 2,407,347
交易性金融資產 71,051 71,051 71,051 71,051
應收賬款 1,705,640 2,127,446 2,525,802 2,545,900
預付款項 682,215 714,274 319,117 340,451
應收股利 6,633 6,633 6,633 6,633
其他應收款 2,606,975 2,486,967 2,915,116 3,690,259
存貨 1,342,611 1,286,898 1,115,854 1,033,280
其他流動資產 － － － －

    

流動資產合計 12,034,042 11,720,627 9,890,257 10,094,921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5,469 5,469 3,672 3,672
長期股權投資 1,477,277 1,450,375 5,971,409 6,010,170
固定資產 67,514,932 68,109,022 50,881,558 51,291,911
在建工程 9,787,743 7,397,241 9,409,150 7,049,151
無形資產 1,810,852 1,822,043 750,700 751,373
商譽 8,509,030 8,509,030 8,509,030 8,509,030
長期待攤費用 1,129,476 1,141,249 673,550 681,096
遞延所得稅資產 44,389 44,195 － －
其他非流動資產 621,054 610,866 246,862 233,703

    

非流動資產合計 90,900,222 89,089,490 76,445,931 74,530,106
    

資產總計 102,934,264 100,810,117 86,336,188 84,625,027
    

本公司負責人：劉紹勇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馬須倫
會計機構負責人：吳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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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3月31日合併及公司資產負債表（續）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千元；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負債及股東權益

2011年
3月 31日
合併

2010年
12月 31日

合併

2011年
3月 31日
公司

2010年
12月31日

公司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2,723,506 11,193,078 11,306,174 9,243,291
交易性金融負債 179,570 316,407 179,570 316,407
應付票據 303,978 1,475,458 184,839 991,637
應付賬款 12,411,580 9,469,215 8,851,486 7,576,277
預收款項 2,325,279 2,988,527 1,760,749 2,298,086
應付職工薪酬 2,941,643 3,205,957 2,550,292 2,700,544
應交稅費 1,523,208 1,519,385 890,474 910,974
應付利息 143,869 157,984 113,973 130,105
應付股利 － － － －
其他應付款 2,129,174 2,224,869 2,221,500 2,369,121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
負債 7,995,757 6,616,903 7,009,434 5,055,726

    

流動負債合計 42,677,564 39,167,783 35,068,491 31,592,168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21,036,310 23,354,997 15,773,530 18,241,540
長期應付款 20,074,051 20,291,474 15,988,506 16,114,346
專項應付款 163,083 113,120 92,174 91,484
遞延所得稅負債 51,814 51,814 － －
其他非流動負債 1,266,664 1,254,752 1,131,071 1,119,159

    

非流動負債合計 42,591,922 45,066,157 32,985,281 35,566,529
    

負債合計 85,269,486 84,233,940 68,053,772 67,158,697
    

股東權益
股本 11,276,539 11,276,539 11,276,539 11,276,539
資本公積 15,691,757 15,653,020 15,623,606 15,584,871
盈餘公積 － － － －
未分配利潤 -10,339,684 -11,352,450 -8,617,729 -9,395,080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權益
合計 16,628,612 15,577,109 18,282,416 17,466,330

少數股東權益 1,036,166 999,068 － －
    

股東權益合計 17,664,778 16,576,177 18,282,416 17,466,330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102,934,264 100,810,117 86,336,188 84,625,027
    

本公司負責人：劉紹勇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馬須倫
會計機構負責人：吳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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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3月合併及公司利潤表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千元；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11年

1-3月合併
2010年

1-3月合併
2011年

1-3月公司
2010年

1-3月公司

一、 營業收入 18,157,811 15,568,925 11,600,715 9,308,433
減：營業成本 15,265,258 12,962,167 9,757,899 7,768,207
營業稅金及附加 366,351 376,707 215,031 213,822
銷售費用 1,183,796 1,073,718 785,039 649,081
管理費用 541,329 470,922 317,326 257,063
財務費用－淨額 33,581 388,635 22,587 236,766
資產減值損失 － 8,516 － 8,259
加：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104,430 463,498 104,430 451,768
  投資收益╱（損失） 28,880 1,443 26,902 2,857

    

二、 營業利潤╱（營業虧損） 900,806 753,201 634,165 629,860
加：營業外收入 174,270 62,925 147,884 45,612
減：營業外支出 5,677 4,226 4,698 3,658

    

三、 利潤總額╱（虧損總額） 1,069,399 811,900 777,351 671,814
減：所得稅費用 19,535 24,613

    

四、 淨利潤╱（淨虧損） 1,049,864 787,287 777,351 671,814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虧損） 1,012,766 769,909

少數股東損益 37,098 17,378
  

五、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虧損） 0.0898 0.0716
稀釋每股收益╱（虧損） 0.0898 0.0716

  

本公司負責人：劉紹勇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馬須倫
會計機構負責人：吳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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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3月合併及公司現金流量表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千元；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項目
2011年

1-3月合併
2010年

1-3月合併
2011年

1-3月公司
2010年

1-3月公司

一、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
收到的現金 18,103,930 15,601,356 11,103,767 8,609,813

收到的其他與經營活動
有關的現金 809,768 245,774 764,652 83,723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18,913,698 15,847,130 11,868,419 8,693,536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
支付的現金 10,104,660 8,695,224 5,824,685 3,822,016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
支付的現金 3,127,168 2,160,636 1,910,180 1,456,646

支付的各項稅費 1,033,776 923,079 600,546 564,898
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
有關的現金 1,121,439 782,323 1,212,260 1,225,111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15,387,043 12,561,262 9,547,671 7,068,671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淨額 3,526,655 3,285,868 2,320,748 1,624,865

    

二、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

收回投資所收到的現金 － － 50,000 －
取得投資收益所收到的
現金 14,350 591 14,603 976

處置固定資產、無形
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所收回的現金淨額 46 13,961 36 8,087

收到的其他與投資活動
有關的現金 29,203 18,321 5,324 10,688

    

投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43,599 32,873 69,963 19,751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
資產和其他長期資產
所支付的現金 3,153,282 3,179,332 2,844,716 2,076,573

投資所支付的現金 － － － －
支付的其他與投資活動
有關的現金 47,549 7,492 47,549 517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3,200,831 3,186,824 2,892,265 2,077,09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淨額 -3,157,232 -3,153,951 -2,822,302 -2,05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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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11年

1-3月合併
2010年

1-3月合併
2011年

1-3月公司
2010年

1-3月公司

三、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
吸收投資所收到的
現金 － － － －

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6,324,605 10,587,663 5,763,883 6,791,180
收到的其他與籌資活動
有關的現金 756,599 － 756,599 －

    

籌資活動現金流入小計 7,081,204 10,587,663 6,520,482 6,791,180
    

償還債務所支付的現金 5,030,163 6,715,036 3,746,356 2,925,662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
利息所支付的現金 392,588 413,584 338,261 265,343

支付的其他與籌資活動
有關的現金 906,447 1,921,063 889,333 1,904,887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小計 6,329,198 9,049,683 4,973,950 5,095,892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淨額 752,006 1,537,980 1,546,532 1,695,288

    

四、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的影響 -3,328 1,835 -2,768 1,790

    

五、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
（減少）╱增加額 1,118,101 1,671,732 1,042,210 1,264,604
加：期初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餘額 3,078,228 2,902,813 851,283 1,118,230

    

六、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餘額 4,196,329 4,574,545 1,893,493 2,382,834

    

本公司負責人：劉紹勇
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馬須倫
會計機構負責人：吳永良

4.3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3月合併及公司現金流量表（續）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千元；審計類型：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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